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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留意：

本書介紹的治療方法及

列舉的中藥僅供參考，

如有需要請諮詢主診醫生及

中醫師的意見。



當患者知道自己患癌症時，往往「聞癌色變」一連串的未知問題擺在面前，

病者因而出現恐懼、焦慮的情緒，繼而透過各種途徑瞭解中西醫及各種民間

療法，部分早期癌症病人迷信所謂中醫秘

方、偏方治療，誇大現代西醫治療的副作

用，拒絕合理的手術、放療或化療，最終

延誤治療。有些病人僅相信現代西醫的治

療，忽視精神飲食的調理，並認為中醫不

能縮小腫瘤而放棄合理的中醫治療帶來的

好處。

事實上，在香港抗癌戰線上，中西醫各自

發揮着不同的作用。

中醫 西醫

• 整體調理，扶正固本

• 可增強癌患者機體免疫
功能

• 改善生活質素

優點

• 手術、放療、化療擔負了重要的抗癌作用

• 早期癌症經過西醫治療後大多獲得治癒；
中期和部分晚期癌症的腫瘤得到有效控

制；晚期癌症患者經西醫的各種紓緩治療

後減輕了痛苦從而改善了生活質素

• 抗腫瘤作用溫和，有穩
定腫瘤作用，但縮小腫

瘤的效果不夠顯著

缺點
• 有一定副作用對機體的免疫功能及抗病

能力常帶來損傷，影響生活質素

臨床觀察表明，把中醫與西醫進行有機的

結合，取長補短，充分發揮二者之長，在

提高療效、延長患者生存期及維護和改善

癌症患者生存質素方面，可取得比單純中

醫或單純西醫治療更佳的療效。

本地中醫藥在治理癌患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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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在惡性腫瘤治療中扮演了積極角色，主要包括

以下幾方面：
中醫藥與放療、化療聯合應用以減毒增效

老年人、體力狀態差、不能耐受手術放化療的患者，可以單純中醫藥治療

完成多次手術或放療、化療療程後，腫瘤仍然復發轉移者，（換句話

說，已經不能在再次手術、放療或化療中獲益的患者），可以採用中醫

藥鞏固和維持治療

治未病：亞健康或癌症高危人群（包括癌前病變）的癌症預防調理

1.中醫藥輔助手術、放射治療、化學治療

與手術配合：

對於早期和部分中期癌症患者，手術切除腫瘤病

灶可迅速降低癌瘤負荷，但無法防止術後的復發

和轉移。手術有創傷、出血、容易耗傷氣血，及

損傷臟腑經絡的副作用。

手術後用中醫藥調理，可減少或消除術後各種不適，加速康復。如肺癌術

後，患者存在咳嗽、胸痛、氣喘、乏力等，屬於肺脾兩虛，中醫補益肺脾，

寬胸理氣化瘀止痛，可助緩解上述不適，促進身體盡快恢復。如胃腸腫瘤術

後，出現腹脹、食慾差、腹痛、便秘或腹瀉，可以服用健脾和胃，理氣化濕

之藥紓緩。經過手術後2-4週的中藥調理，患者脾胃消化功能得到恢復，體

力增強，手術引起的種種不適已得到大部分的緩解。為術後的進一步化療或

放射治療創造條件。對於需要術後放療或化療的患者，中醫藥如何配合？可

以參考本書後面章節。

手術後，如不需作放療或化療，應繼續中醫藥的調治以減少復發轉移的機

會，可在三調（調心、調體、調胃）以提升免疫功能，增強抗病能力的基礎

上，根據體質或解毒，或攻毒，或排毒以加強相應的抗癌攻癌治療。

中醫藥如何紓緩不同階段癌症病人的不適

1
2
3

4

中醫藥可參與各個階段癌症患者的治療，有時輔助西醫手術、放療、化療以

減毒增效；有時單獨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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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方面則選取根據腫瘤局部特徵（參考影像檢查，如電腦掃描或正電子電

腦相融掃描），參考現代中藥藥理研究證明有抗癌作用的中藥加以治療。通

過三調及中藥抗腫瘤治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殘餘癌細胞，減少復發和轉移

機會，提高遠期療效。

三調原理如下：

與放射治療配合：

放射治療（俗稱電療）引起的毒副反應程度，與

照射部位、照射面積及每次照射劑量以及總劑量

有關。中醫認為放射線是一種「火熱毒邪」，會

耗氣傷陰，損傷脾胃肝腎等。根據放射治療部位

不同，引起的放射反應不同，中醫治法方藥有

別。分述如下：

 � 腦部

腦部腫瘤放射治療可能導致腦組織充血、水腫，出現頭

痛、頭暈，嘔吐等。中醫以滋腎平肝，活血利水治療。常

用中藥：枸杞子、熟地、川芎、川牛膝、豬苓、鉤藤、石

決明等。

枸杞子滋補肝腎

調體

即調理體質，需

要中醫根據不同

體質類型運用中

藥調理

調心

即調節心理情緒，一
些氣功或太極有助於身

心的鬆弛寧靜

調胃

重點在飲食忌口

與食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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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鼻咽及喉部（鼻咽癌、喉癌、口腔癌）

放療後，會出現口腔鼻腔黏膜充血、水腫、糜爛，咽喉或鼻咽出現疼痛、

口乾等。以清熱養陰、生津潤燥的中藥治療。常用中藥：天花粉、沙參、

麥冬、蘆根、生甘草等。推薦食療方：金銀花10克，石斛10克，雪梨1個切

片，煎水300毫升，少量頻服，代茶飲。

 � 胸部（肺癌、部分乳腺癌術後放療）

放療後，可能會產生放射性肺炎、胸壁皮膚放射性皮炎。主要表現有胸悶、

氣短、乾咳疲乏、胸壁放射部位皮膚紅腫等。治療以養陰潤肺，常用中藥：

天花粉、沙參、麥冬、杏仁、百合等。

 � 食道癌

放療後引起放射性食道炎，表現有吞嚥困難、飲食過程中胸骨後疼痛。以清

熱解毒、寬胸順氣治療。常用中藥：天花粉、蒲公英、荷葉梗、石斛、沙

參、三七等。

 � 上腹部

放療後，常有食慾不振、嘔吐等，要健脾和胃，降逆止嘔。常用中藥：白

朮、茯苓、砂仁、陳皮、竹茹等治療。

 � 下腹部（結腸、直腸癌）

放療後，常有腹痛、腹瀉，裡急後重或有便血。用清熱利濕、涼血止血、澀

腸止瀉治療。常用中藥：地榆、槐花、馬齒莧、敗醬草、赤小豆等。

 � 盆腔子（子宮頸癌、前列腺癌）

放療後，會產生泌尿道炎症反應。出現尿頻、尿

急、尿痛等。需清熱解毒、利尿通淋、涼血止血。

常用中藥：小薊、生地、白茅根、瞿麥、萹蓄等。

推薦食療方：白茅根15克，赤小豆10克，粉葛10

克，熟薏苡仁15克，煲湯飲用，每日一次。
薏苡仁健脾滲濕

4



與化療配合：

癌症治療中，化學藥物在抑制或殺傷癌細胞的同時，也

給正常人體組織器官帶來損害，導致造血系統、消化系

統、神經系統等毒副作用。通過中醫辨證論治，可以提

高機體的免疫功能，防治化療毒副作用。中醫治療化療

毒副反應具體治療方法如下：

 � 化療全身反應

化療後常見有神倦、頭暈、疲乏、大小便失調等。

治療以益氣養血，滋補肝腎。常用中藥如：黨參、

黃耆、雞血藤、枸杞子等。

 � 消化道副反應

化療後患者常有食慾減退、噁心、嘔吐、腹痛、腹瀉、便秘等。中醫以健脾

和胃、降逆止嘔法治療。常用藥如：白朮、茯苓、砂仁、陳皮、竹茹等。

推薦食療方：陳皮5克，砂仁5克（去殼），大棗5枚，山藥15克，大米100

克，生薑絲少量，煲粥食用。

 � 骨髓抑制

大多數化療藥物均引起不同程度的骨髓抑制。

紅細胞減少

• 多為氣血兩虛，應用益氣養血中藥調理。常用藥如：人參、阿膠、熟

地等。

白細胞減少

• 多以補氣健脾、滋補肝腎治療。黨參、黃耆、雞血藤、女貞子等。

血小板減少

• 應予補氣攝血、涼血止血調理。人參、三七、

生地、花生衣等。

白朮補脾益氣、燥濕利水

阿膠補血止血、滋陰潤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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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肝損害

一些化療藥物對肝功能有損害。患者表現肝區不適、黃疸等。中醫以疏肝清

熱利濕治療。常用藥如：茵陳、溪黃草、垂盆草等。

 � 化療脫髮

中藥採用補血生髮、補腎養陰、涼血活血治療脫

髮。常用藥如熟地、何首鳥、女貞子等。

 � 泌尿系毒性

化療導致泌尿系統毒副作用，表現尿頻、尿急、尿

痛等。中藥治以利尿滲濕、涼血止血。常用藥物如

車前草、白茅根、淡竹葉等。

 � 神經毒性

某些化學藥物會造成周圍神經損害而出現指端麻木、跟腱反射減退等。中藥

治療原則是袪風活血、通經活絡等。常用藥如路路通、雞血藤、桑枝、牛膝

等。推薦外洗方：雞血藤20克，紅花8克，艾葉10克，加水2500毫升，煎藥

水1000毫升，以溫水，浸泡手腳20分鐘。每日1次。

路路通袪風活絡、利水通經

雞血藤補血活血、通絡舒筋

以單純中醫藥治療：

老年人、體力狀態差不能耐受手術放療化療的患者，以單純中醫藥治療。

老年人或體力狀態差的患者，除癌症以外，身體存在多種慢性消耗性疾病，

或存在多種器宮功能減退甚至衰竭，已經不能承受手術放療化療等積極抗腫

瘤治療，這類患者應該以中醫治療為主。中醫治療策略：這類患者的治療既

不同於體質狀況好或年輕腫瘤患者的治療，也不同於一般內科慢性消耗性疾

病的治療。需要辨證論治，

扶正培元以「治人治本」

同時辨病論治，軟堅解毒以

「治癌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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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用藥 辨證有誤用藥不對症，會促使機體陰陽偏盛或偏衰導致病情趨於加重

合理配方 根據君臣佐使等配伍原則，有利充分發揮藥物相互間的協同作用而加強

療效，通過藥物的相互制約，而減低某些藥物副反應

斟酌劑量 根據病情和病人體質強弱決定劑量，切勿長期過量使用同類中藥，以免

產生或加重毒副反應

飲食禁忌

規範煎煮 一些中藥有特殊的煎服法：有的需要先煎，以利有

效成份釋放出來，如紅參需要先煎，或者減低藥物

毒性，如熟附子需要先煎以減毒；有的需要後下，

如一些芳香類或揮發性強的藥物；有的需要包煎。

這些特別的煎煮方法確保中藥的療效和安全性

中藥多來自天然植物、動物、礦物類，一般市民認為中藥毒性低，其實不盡

然。有病友未查詢中醫師的建議自行購買傳說中的抗腫瘤偏方、驗方或中成

藥長期服用，不時有自服中藥或中成藥產生毒副反應，甚至嚴重毒副反應的

個案見諸報端。長期服用相同中藥同樣容易產生抗藥性，療效會下降。

中藥具有自身的特性—四性、五味；有的作用升浮；有的沉降；有的發表

宣散；有的收斂固澀；有的作用溫和；有的作用峻烈。

這些特性就是中藥的「偏性」，而疾病屬於人

體處於「陰陽臟腑經絡氣血」的「偏差」狀

態。中醫治療疾病，所謂治病求本，實際上是

以中藥的「偏性」糾正疾病的「偏差」。中醫

用藥講究辨證、配伍、禁忌等。中藥在臨床中

要把握好各個環節的應用特點加以合理使用，

才能增加療效，降低不良反應發生的機會。

中藥的特性和服用時必須留意的地方

中醫用藥講究辨證、配伍、禁忌

自動藥液煎煮包裝機

食有食性，藥有藥性，兩性相悖時對病人不利，如

服用溫陽中藥時忌食寒涼食物；服用調理脾胃中藥

忌油膩厚味；消腫理氣類中藥忌豆類；平喘止咳類

中藥忌魚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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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經手術、放療、化療及中醫中藥治療後，腫瘤局部殘存的癌細胞在適合

於生長的條件下在原發部位發生新的病灶，稱為復發。殘存癌細胞經血、淋

巴系統以種植方式散播到其他部位形成新的同一類型的腫瘤，就是轉移。

影響癌症復發與轉移的因素很多，但基本要素是首先存在殘存癌細胞，即中

醫稱之為「伏邪」、「餘毒」。殘存癌細胞不是一般的「伏邪」，而是一種

「殘餘毒邪」。其次是患者在多種因素如七情所傷、過勞包括勞神、體勞以

及治療時攻伐太過等均可進一步加重正氣虧虛，導致免疫功能的降低，不能

有效清除體內殘餘癌毒，於是出現復發轉移。

因此，防治復發轉移需要從兩方面著手：扶正固本、袪邪攻毒。但應具體分

析每一位病人的情況，分辨病期早晚、病理類型，詳辨虛實緩急、體質類

型，掌握好扶正與攻邪、治本與治標、中醫與西醫結合等關系，制定恰當治

療措施。

扶正固本，調理體質

重在「三調」：

中醫藥如何調理病人的體質，
增強元氣，從而減低復發風險

調補體質：

湯藥內服調理陰陽臟腑，腎
為先天之本，膏劑緩補元氣
腎氣，針灸平衡臟腑經絡氣
血，如此方可提升免疫功能
和抗病能力

調心：

中醫講「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主不明，則十二
官危」，意思是強調精神意志、情
緒對人體生理病理的重要性。腫瘤患
者「調心」的目的是消除恐懼焦慮，
消除悲觀抑鬱情緒，積極面對和配合

腫瘤診治與康復

調理胃氣：

脾胃為後天之本，「有胃
氣則生」，即有胃氣才有生
氣，有胃氣才能維持正常的
新陳代謝，因為脾胃消化
是人體能量和動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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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胃首重飲食調理，藥食同源，根據不同體質選擇「亦藥亦食」的食材，經

過精心炮製出色香味美的藥膳，可以增強病人的食慾。另外，要重視患者大

便的調理：要治理好便秘及腹瀉。只有飲食大小便正常，患者才能獲得營養

能量，為抗腫瘤提供物質基礎，試想如果患者飲食極差，營養嚴重不良，又

如何抗癌康復呢？

如果說調心，調體，調胃是全身整體調理，而治病抗癌治療主要是針對腫瘤

病灶局部治療，其運用原則是：根據腫瘤局部病灶的影像表現加強腫瘤治

療，或選用化瘀抗癌，或解毒抗癌，或散結抗癌。經過中醫整體與局部結合

的治療，使病人能與腫瘤和平共處，獲得滿意生活質素和長期生存。

根據不同體質選擇「亦藥亦食」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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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癌患忌口如下：

不同疾病／體質人士 飲食忌口注意

食道癌患者 忌過熱食物、酒

肺癌患者 忌煙酒

胃癌患者 忌煙燻製食品、辛辣刺激性食品

肝癌患者 忌過硬、油炸、刺激性食品、酒精

乳腺癌患者
忌刺激性食物，忌動物脂肪、雪蛤，少食木瓜、

粉葛

腸癌患者 忌酒精、精細加工肉食、動物脂肪

腎癌患者 少吃羊肉、鹹食、煙酒、辛辣食品

前列腺癌患者 忌含雄激素的食物，如海馬、鹿茸、韭菜等

脾胃虛寒、腹痛泄瀉者
忌生冷瓜果和寒涼、腥臭的食物，如西瓜、苦瓜、

紫菜、梨

陰虛燥熱者 忌辛燥動火之品，如辣椒，當歸，羊肉等

陽虛水腫者 忌生冷鹹食

腫瘤病人的「忌口」問題，向來具有爭議性。有的人認為忌口後「人生在世

已無意義」，主張煙酒不拒，「百無禁忌」。有的人矯枉過正，嚴格忌口，

導致營養不良，反而不利於康復。

實際上忌口大多基於經驗積累，而非嚴格科學對照試驗的結論。在不影響營

養均衡的情況下，適當忌口對疾病的康復是有幫助的。需要留意的是，具有

不同疾病，不同體質類型，不同治療方法的患者，忌口因之不同。

飲食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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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療即根據病情或病人的體質類型，採用針對性的飲食，對疾病進行治療或防病健身

的一種方法。常見體質類型的食療推介如下：

食療推介

沙參養肺湯

【材料】 百合10克、沙參10克、玉竹15克、銀耳10克、豬肺100克

【做法】 將沙參、玉竹，百合用紗布包好，與洗淨的豬肺、銀耳及蔥段同置砂鍋

內加水，先用武火煮沸後改用文火煮約1小時，視肺熟透，稍加鹽調味
即可。

【功效】 養陰潤肺，適用於陰虛肺燥的肺癌患者

參蓍鯽魚湯

【材料】 黨參20克、黃耆20克、淮山15克、鯽魚250克、香菇10朵、生薑2片

【做法】 把鯽魚起鍋煎香後，加入材料，水適量，大火煮沸，改小火煮30分鐘，
吃肉飲湯。

【功效】 補益肺脾之氣。適用於氣虛體質患者

黨參補益肺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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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三七雞

【材料】 人參5克、三七6克、烏雞250克、生薑3片

【做法】 將人參、三七、雞肉放燉盅，加入適量清水，隔水燉2小時，食鹽調味。

【功效】 補氣活血。適用於氣虛血瘀者

人參大補元氣 三七止血散瘀消腫止痛

白茯苓粥

【材料】 白茯苓10克、熟薏苡仁15克、粳米100克、胡椒粉、鹽少許

【做法】 粳米淘淨。熟薏苡仁梗米茯苓，放入鍋，加水適量，用武火燒沸，轉用

文火煮至糜爛，再加鹽、胡椒粉，攪勻即成

【功效】 健脾化痰。適用於脾虛痰濕體質者

白茯苓 健脾寧心、利水滲濕

胡桃山藥芡實粥

【材料】 山藥100克、芡實50克、胡桃仁30克、粳米100克、大棗6枚

【做法】 將以上食材入鍋，加水煮成粥即可。溫熱服食。

【功效】 溫陽固腎。適用於腎陽虛不固，夜尿頻多者

胡桃仁 溫陽固腎、納氣平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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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食慾差

開胃健脾粥

【材料】 陳皮（切碎）5克、砂仁5克（去殼）、山楂10克、大棗（去核）5枚、山
藥20克、大米100克、生薑絲少量

【做法】 煲粥食用。

【功效】 開胃健脾

陳皮理氣健脾

佛手粥

【材料】 乾佛手10克、粳米100克、冰糖和蔥適量

【做法】 乾佛手，水煎取汁，加入粳米，水1000毫升，同煮粥。加冰糖和蔥調味
食用。

【用法】 每日一至二次。

【功效】 理氣和胃

佛手舒肝理氣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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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藕薑汁粥

【材料】 鮮藕（去節）500克、生薑汁10克、粳米100克

【做法】 加入1000毫升清水，以文火煮粥，約1個小時，熟時加入薑汁即成。

【用法】 每日一次

【功效】 和中養胃

紅蘿蔔粥

【材料】 紅蘿蔔150克洗淨切片、粳米100克、薑粉、山楂粉適量

【做法】 紅蘿蔔洗淨切片，加入粳米、水1000毫升。共煮粥，約1個小時，煮熟
後，加薑粉、山楂粉即可。

【用法】 每日一次

【功效】 理氣和胃。用於化療期間，食慾不振、腹脹等情況

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化療後噁心嘔吐

鮮藕熟用補益脾胃

紅蘿蔔甘緩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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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化療後脾虛腹瀉

白朮豬肚粥

【材料】 豬肚半個、炒白朮50克、白扁豆30克、生薑少許、粳米100克

【做法】 洗淨豬肚，切成小塊，將豬肚同白朮、白扁豆，生薑煎煮取汁，去渣，

用汁同米煮粥食用

【用法】 每日一次，早餐食用。

【功效】 益氣健脾，利濕止瀉。

蓮子淮山粥

【材料】 蓮子粉30克、炒淮山粉20克、粳米100克

【做法】 將蓮子粉，炒淮山粉與洗淨的粳米同放鍋內，加入清水，先用旺火煮

沸，再改用小火煮熬20∼30分鐘、以米熟爛為度。

【用法】 每日二次，早晚餐食用

【功效】 健脾止瀉

白朮利濕

淮山健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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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耆雞血藤母雞湯

【材料】 母雞1只、黃耆30克、雞血藤30克

【做法】 將雞去內臟，取雞血將黃耆、雞血藤拌和，置於雞腹內，加水適量慢火

燉熟，再加少許食鹽調味，即可。

【用法】 飲湯食肉，每週一至二次

【功效】 補益氣血

花生骨頭湯

【材料】 花生米連紅衣2兩、黨參15克、紅棗30克、紅糖25克、豬脊椎骨、扁骨
1斤

【做法】 花生米、黨參，紅棗，豬脊椎骨、扁骨，加水1000毫升，慢火燉2小時左
右。再加紅糖25克煮沸，即可。

【用法】 吃花生及骨肉，飲湯。每週一至二次

【功效】 養血補髓。用於化療後貧血及白細胞減少者

棗米粥

【材料】 花生米30克、紅棗30克、龍眼肉10克、粳米50克

【做法】 將花生米、紅棗、龍眼肉、粳米，加水約500毫升，同煮粥。

【用法】 每日早晚食用

【功效】 益氣養血

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白細胞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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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參茯苓羹

【材料】 枸杞子20克、茯苓10克、海參（濕）250克

【做法】 先將枸杞、茯苓煎水，取水與海參煮熟爛，和鹽調味，作羹服食。

【用法】 每日一次

【功效】 滋補脾腎，養陰生血。用於化療期間，白細胞減少出現，眩暈，心悸，

屬於陰虛者

紅棗枸杞燉豬心

【材料】 豬心1個、紅棗30克、枸杞子20克

【做法】 將豬心切開，紅棗、枸杞子放入豬心內，慢火燉1小時，即可。

【用法】 每週一至二次

【功效】 益氣養血。用於化療後白細胞下降屬於氣血不足者

海參補腎

紅棗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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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芝麻粥

【材料】 核桃仁30克、黑芝麻30克、粳米100克

【做法】 將核桃仁及芝麻各研壓成末狀備用。粳米加水煮粥，再加入核桃仁、

芝麻各30克，即可食用。

【用法】 每日一至二次

【功效】 補腎養血，榮髮。適用於腎虛所致的脫髮

首烏雞蛋湯

【材料】 製首烏30克、雞蛋1只

【做法】 先以水250毫升，煮首烏約30分鐘，取濃湯煮雞蛋。

【用法】 日服1次

【功效】 養血榮髮。適用於血虛肝腎不足所致的脫髮

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化療脫髮

合桃補腎

首烏榮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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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腥草綠豆飲

【材料】 魚腥草（乾品）50克、綠豆50克

【做法】 先將魚腥草洗凈，晾乾，切碎後放入砂鍋，加水適量，煎煮30分鐘，過
濾，取濃汁待用。將綠豆淘洗乾淨，放入砂鍋，加水煎煮30分鐘，待綠豆
開花，再用小火煮至爛，調入魚腥草濃煎汁，拌和成稀糜糊狀，即成。

【用法】 早晚2次分服

【功效】 清肺解毒，泄熱抗癌。主治食管癌患者放療後併發肺部炎症、食管炎

症。引起乾咳、胸痛、吞嚥困難者

五汁安中飲

【材料】 雪梨1個（去皮）、蓮藕1段（洗凈）、韭菜1把、新鮮椰子汁100毫升、
牛奶100毫升、薑汁5毫升

【做法】 雪梨、蓮藕榨取鮮汁50毫升，韭菜搗汁10毫升，椰子汁100毫升，此四
汁與牛奶混勻，小火煮沸，復入薑汁。

【用法】 頻頻啜飲，不計頓次，日1-2劑，5-7天為1療程

【功效】 健脾和胃，止嘔。主治食管癌放化療後嘔吐，食慾不振

綠豆清熱解毒

癌症治療副作用食療—放療的毒副反應

牛奶補益肺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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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聲稱防癌的產品是否符合功效？對身體有沒有反效果？

目前市面上聲稱防癌的產品大多來自天然植物或動物的提取物，他們的抗癌

防癌功效仍需經過研究確證。由於癌症產生原因極其複雜，期望僅僅服用這

類產品預防癌症是不明智的，相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飲食、適量運動、

定期體檢才是積極的防癌措施。

若從中醫角度看，這些植物各有其特性，有的偏寒，有的偏熱。即使選用也

需注意產品是否與體質相符，例如紅參較燥熱，燥熱的人吃了人參，則可能

會長瘡、上火。綠茶則較寒涼，體質偏寒的人喝了綠茶，或會導致腹瀉。有

需要的話建議諮詢中醫師或營養師的意見。

病人接受化療和放療時可否同時服用中藥？

在香港腫瘤專科醫生多不主張化療時服用

中藥，他們從對病人負責的角度出發，擔

心化療時服用中藥，是否增加化療毒副反

應，影響順利完成化療療程，又或擔心中

藥是否降低化療效果。因此病人及腫瘤專

科醫生均認同完成化療療程後服用中藥鞏

固療效。然而中藥與化療藥同時應用在中

國大陸已較普遍，其目的是希望中藥能

增強化療療效，減輕化療毒副反應，已經有較多證據表明中藥對化療引起的消

化道反應，有較好療效，對化療引起的貧血，白細胞下降，血小板下降療效滿

意，中藥對化療的增效作用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證據支持。

理論上，如中藥運用不合理，比如化療期間使用過多攻擊腫瘤的中藥，有可

能增加化療毒副反應的可能，甚至用藥不當有可能降低化療療效。因此要達

到中藥對化療滅毒增效的功效，需要由熟悉化療又瞭解中藥藥性的中醫師進

行。如果病人不清楚化療期間可否服用中藥，建議徵詢腫瘤專科醫生及中醫

師的意見。其實除中藥以外，化療期間運用針灸同樣可以有效舒緩化療導致

的消化道副反應。

常見問題

20



病人服用靈芝能否預防癌症復發？

目前尚無有力證據顯示靈芝能預防癌症復

發，因此不能單獨以靈芝預防癌症復發，

當然靈芝對提升人體免疫功能可能有幫

助。由於癌症復發原因極其複雜，每個病

人復發的風險程度不同，有的病人容易復

發，有的病人復發機會甚微。對於復發高

風險人士應該尋求專業醫師診治。

病人應在何階段尋求中醫藥的輔助？及如何找到合適的中醫師？

• 如果高齡患者或體質虛弱者，經過西醫腫瘤專科醫生評估認為不能從手

術、化療或放療中獲益者，可以尋求中醫藥為主要治療

• 化療間歇期，可以服用中藥減輕化療毒副反應，增強體質，為下次化療

做好準備

• 放療期間可以服用中藥減輕放療副反應

• 已經完成放療化療療程，以中藥鞏固療效，減輕放療化療毒副反應

目前資訊已較發達，可以從醫療雜誌，網站等獲取資料，或在本港註冊中醫

名單中挑選有腫瘤診治經驗的中醫師就診。

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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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加入成為
香港防癌會義工吧！

    本會為轄下癌症康復中心的住院病人及家
屬，以及社區癌症患者及其照顧者提供廣泛而多
元化的康樂活動及社交支援服務，例如節日派
對、戶外活動、治療小組、各類興趣班及義工探
訪等。以達至保持患者及其照顧者的心理健康，
並促進患者與社會之間的連繫。

康樂治療服務

「心願計劃」旨在實現癌
症患者的晚程心願。透過
註冊社工協調和動員資
源，讓患者得到完滿的舒
懷，充實享受珍貴時刻。

心願計劃

    本會服務得以順利及有效地推
行，一直有賴一眾義工積極的協助和
參與。義工團隊由專職工作人員培
訓、督導及帶領，服務範圍廣泛，讓
成員能各展所長。

成為義工

查詢請聯絡3921-3833 / 
recreation@hka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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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我願意為推動抗癌工作出一分力!

捐款選項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捐款方法 

每月捐款
         $100        $500         $1,000         其他金額$        

單次捐款
         $100        $500         $1,000         其他金額$        

劃線支票 (單次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香港防癌會」，並連同此捐款表格郵寄至香港防癌會

信用卡  (單次及每月捐款)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                           (月 / 年)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日期                               

直接存款 (單次捐款)
「香港防癌會」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賬號: 002-1-141585
並連同此捐款表格傳真或郵寄至香港防癌會

捐款人資料 

姓名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 簽署必須與上述信用卡戶口簽名式樣相同，以上資料如有任何修改，請在旁簽署。
* 本人授權香港防癌會由本人之信用卡戶口轉賬上述指定金額作每月捐款。此授權在本人之信用卡有效期過後及獲
發新卡後仍繼續生效，直至另行通知。有效日期最少兩個月內有效。 (只適用於每月捐款)

VISA

注意事項 

本人不同意香港防癌會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本會與您聯絡，包括發出捐款收據、會員服務及通訊、募捐、意見收集、
健康講座及相關的活動，並向您提供最新的癌症資訊等用途。本會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與任何
第三者作與非本會相關的用途，亦不會售賣或轉移您的個人資料予任何第三者。

凡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正式收據。如收據抬頭與上述姓名不同，請註明︰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電話: 3921 3821    www.hkacs.org.hk

MASTER

敬請留意：

本書介紹的治療方法及

列舉的中藥僅供參考，

如有需要請諮詢主診醫生及

中醫師的意見。



承蒙
香港防癌會「癌症教育小組委員會」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臨床教授

劉宇龍教授
撰寫及審核

香港防癌會

謹此致謝

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三十號

電話：（852）3921 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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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public@hkacs.org.hk

網址：www.hkac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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